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第十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會議紀錄 
 

 

 

 

 

 

大會時間：105年 5 月 11日（星期三）9時至 16時 50 分 

大會地點：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B1 國際會議廳 

出席人數：165個單位（含親自出席 164個單位，委託出席 1個單位）

本會應出席 298會員單位 

主    席：柯理事長皓仁 

記    錄：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書目服務組 詹幼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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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十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會議紀錄 

時間：105年 5月 11日（星期三）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壹、大會開幕式（略）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陳雪華館長  致歡迎詞 

國立臺灣大學  張慶瑞副校長  致辭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柯皓仁理事長  致辭 

貳、團體合照 

 

參、專題演講（略） 

講  題：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Is There a Choice? 

引言人：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陳雪華館長 

主講人：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圖書館 Larry P. Alford 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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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頒獎 

頒獎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柯皓仁理事長、陳雪華副理事長 

一、協助美濃震災致謝名單（依館名筆畫排序） 

文藻外語大學圖書館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圖書資訊館 

中國醫藥大學圖書館 慈濟大學圖書館 

成功大學圖書館（含崑巖醫學圖書分館） 嘉南藥理大學圖書資訊館 

宜蘭大學圖書資訊館 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暨員山分院 

東華大學圖書資訊中心 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 

長榮大學圖書館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門諾醫院艾可諾圖書館 臺灣觀光學院圖書資訊中心 

屏東大學圖書館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圖書館 

美和科技大學圖書館 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 龍華科技大學圖書館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羅東博愛醫院圖書室 

朝陽科技大學波錠紀念圖書館  

二、協會致贈感謝獎牌名單 

（一）第十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承辦人員：郭千蜜組長（高雄市立圖書館） 

（二）第十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三）小型圖書館會員館際合作轉介服務館 

各分區服務館 

北 部 分 區 陽明大學圖書館 

中 部 分 區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南 部 分 區 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 

東 部 分 區 宜蘭大學圖書資訊館 

（四）各委員會推薦 104 年度傑出表現個人與團體 

委員會 推薦對象 

館 際 合 作 促 進 委 員 會 
交通大學圖書館黃明居副館長 

北 部 分 區 委 員 會 

北 部 分 區 委 員 會 臺北榮民總醫院圖書館 

中 部 分 區 委 員 會 逢甲大學圖書館林志敏館長 

東 部 分 區 委 員 會 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 

（五）104年度館際合作服務績效卓越獎前十名圖書館 

圖  書  館 服務件數 

臺灣大學圖書館（含分館）  5,455 

成功大學圖書館（含分館）  4,564 

中央研究院生命科學圖書館  4,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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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書  館 服務件數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1,596 

政治大學圖書館  1,489 

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  1,462 

國家圖書館  1,420 

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  1,331 

清華大學圖書館  1,215 

中正大學圖書館 1,076 

（六）104年度館際合作服務績效卓越獎前六名技專圖書館 

圖  書  館 服務件數 

臺灣科技大學圖書館 548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圖書館  296 

臺北科技大學圖書館  228 

高雄餐旅大學圖書資訊館  159 

屏東科技大學圖書與會展館 146 

雲林科技大學圖書館 117 

（七）104年度館際合作服務績效卓越獎前五名醫院圖書館 

圖  書  館 服務件數 

臺北榮民總醫院圖書館 806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圖書室 797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圖書館 243 

亞東紀念醫院圖書館 223 

高雄榮民總醫院圖書館 194 

（八）104年度館際合作服務績效卓越獎前五名專門圖書館 

圖  書  館 服務件數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921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聯合圖書館 422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 276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圖書館 175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圖書館 172 

（九）104年度館際合作服務績效卓越獎前二名公共圖書館 

圖  書  館 服務件數 

臺北市立圖書館 101 

國立臺灣圖書館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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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會務報告（略） 

報告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蔡金燕秘書長 

陸、選務報告 

報告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林志敏常務監事 

一、投票地點：國立臺灣大學書館 B1國際會議廳貴賓室 

二、投票方式：本選舉採無記名連記法，選舉方式請在勾選欄打「V」記號。應選理事十五

名，至多勾選十五名，超出則視為廢票，建議每一類別至少勾選一名；應選

監事五名，至多勾選五名，超出則視為廢票。選票上為候選人參考名單，投

票人可自行推薦本會會員代表，請在選票預留空格內，自行填入姓名及單位。 

三、注意事項：勾選好之選票，請親自摺疊後投入票匭。投票人不可將選票勾選後塗污，及

將選票污染、毀損、遺棄或攜出投票所。 

四、選務工作人員： 

（一）第十三屆理事選務作業 

發票：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專員     陳恒毅 

唱票：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會計     張藝馨 

計票：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副秘書長 張慈玲 

監票：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常務監事 林志敏 

（二）第十三屆監事選務作業 

發票：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會計     蔡欣如 

唱票：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秘書長   蔡金燕 

計票：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秘書     李愛文 

監票：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理事     林麗娟 

柒、專題座談：館際合作聯盟面對面（略） 

引言人：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  宋雪芳館長 

講題與主講人： 

一、臺灣博碩士論文雲端書庫全國聯盟 國家圖書館 知識服務組 邱子恆主任 

二、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柯皓仁館長 

三、臺灣 OCLC 管理成員館聯盟 臺灣大學圖書館書目服務組 李明錦組長 

四、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 國研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林孟玲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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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提案討論與臨時動議 

主持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陳雪華副理事長 

一、第十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提案決議執行情形 

【提案一】 

提 案 人：本會第十二屆理監事 

案  由：104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103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

基金收支表及現金出納表，提請大會確認。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相關資料已獲內政部 104年 7月 2日台內團字第 1040049429號函覆准予備查。 

【提案二】 

提 案 人：本會秘書處 

案  由：敬請推舉本會 105年度會員大會承辦單位。 

決  議：105年度會員大會由臺灣大學圖書館承辦。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提案三】 

提 案 人：中興大學圖書館 

案  由：館際合作圖書借閱到期日問題。 

說  明：本校讀者反應館際合作圖書借閱到期日，如到期日適逢國定假日（春節、紀念日

及節日），可否順延至次一個上班日。 

建議辦法：各合作會員館可否統一做法，提請本次會議討論。 

決  議：請本會秘書處詢問各館意願後再做討論。 

執行情形： 

（一）秘書處於 104 年 7月 1日、9月 10日寄出調查信件，截至 9月 20日止，共有 149

個會員回覆，同意者 145個，不同意者 4個。 

（二）104年 10月 2 日第十二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議決議： 

1. 尊重各會員館的意見。 

2. 建議各會員館館合借閱到期日避開該館閉館日。 

【提案四】 

提 案 人：中國醫藥大學圖書館 

案  由：本校讀者建議館合系統增加借書提醒功能。 

說  明：建議館合系統增加館合借書快到還書日期時系統能發送通知提醒函給讀者。 

建議辦法：請列入系統改善時程。 

決  議：請秘書處轉達給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列入系統改善計畫。 

執行情形： 

（一）秘書處已於 104 年 7月 28日將會員提案建議轉達給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

究與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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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回覆： 

此功能已於 98 年 12月正式上線，目前系統會在借書應還日期前 3日自動寄信提

醒讀者還書。 

【臨時提案一】 

提 案 人：江政哲館員（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案  由：提請修訂本會章程第一章第四條。 

說  明：「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已於 103年 3月改制為「行政院科技部」。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臨時提案二】 

提 案 人：柳淑芳館員（臺灣中油公司煉製事業部） 

案  由：確認館際合作的收費是統一 1張 2元嗎？ 

決  議：收費非所有會員單位統一，乃尊重各會員單位的規定。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二、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 案 人：本會第十二屆理監事 

案  由：105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104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

基金收支表及現金出納表，提請大會確認。 

說  明： 

一、 依據內政部社會司作業規定辦理。 

二、 105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業經 105年 3月 10日第十二屆第七次理監事會

議討論通過，今依據「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十二條規定，提請大會確認。 

三、 104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基金收支表及現金出納表，業經

105年 3月 10 日第十二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討論通過，依同辦法第十三條規定，

提請大會確認。 

四、 本會 103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基金收支表、現金出納表及

104年度工作計畫、收支概算表，已獲內政部104年7月2日台內團字第1040049429

號函覆准予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 案 人：本會秘書處 

案  由：敬請推舉本會 106年度會員大會承辦單位。 

決  議：106年度會員大會承辦單位為靜宜大學蓋夏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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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 案 人：本會秘書處 

案  由：修改本會章程第七條及理監事選舉要點第七點。 

說  明：目前本會章程及理監事選舉要點之會員分類與《圖書館法》第四條所述之圖書館

類型不同，建議參考《圖書館法》修改。 

建議辦法： 

一、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章程》第七條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本會會員以團體會員為主，凡屬國家圖書

館、專業圖書館、公共圖書館、醫院、大專

院校、學術研究及公、民營事業機構等之圖

書資料單位，贊同本會宗旨，填具入會申請

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入會費後，為本

會會員，團體會員推派代表一人，以行使權

利。 

本會會員以團體會員為主，凡國家圖書館、

公共圖書館、大專校院圖書館、專門圖書館

等相關之圖書資料單位，贊同本會宗旨，填

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入會

費後，為本會會員，團體會員推派代表一人，

以行使權利。 

二、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理監事選舉要點》第七點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每屆理事當選人，國立圖書館、專業圖書館、

公共圖書館、醫院圖書館、大專院校、學術

研究及公、民營事業機構圖書館或資料單位

各不得少於一人。 

每屆理事當選人，國家圖書館、公共圖書館、

大專校院圖書館、專門圖書館等各類相關之

圖書資料單位不得少於一人。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 案 人：蘇小鳳館長（中興大學圖書館） 

案  由：為促進學術單位之學術研究及教學之需求，建議智慧財產局修改現行著作權法之

合理使用範圍，以符合使用者需求，提請討論。 

說  明： 

一、近年來本館多次接獲校內老師反映，期盼國內各圖書館間之館際合作能提供電子

傳遞服務，如同國外館際合作文獻可提供電子傳遞服務之趨勢，以滿足老師之教

學研究需求。 

二、目前國內館際合作文獻傳遞服務之現況為圖書館間可透過 Email、Ariel 等方式彼

此電子傳遞文獻，惟需以紙本印出交付讀者，同時印出後申請館需刪除電子檔案。

著作權法第 48 條第 1款規定：「供公眾使用之圖書館、博物館、歷史館、科學館、

藝術館或其他文教機構，於下列情形之一，得就其收藏之著作重製之︰一、應閱

覽人供個人研究之要求，重製已公開發表著作之一部分，或期刊或已公開發表之

研討會論文集之單篇著作，每人以一份為限。」依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之見解，基

於電子檔重製之便利性及傳播之迅速性，圖書館提供或傳輸電子檔予讀者，對於

著作權人權益影響甚大，故著作權法第 48條第 1款之規定，僅限於以紙本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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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為合理使用。國內圖書館依著作權法第 48條第 1款規定提供讀者電子檔時，無

法符合著作權法第 65 條第 2 項第 4 款規範：「著作之合理使用，不構成著作財產

權之侵害。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 44 條至第 63 條所定之合理範圍或其他合理使

用之情形，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以為判斷之基準：…四、利用

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難以認定為合理使用，故無法直接提

供館際合作電子檔予讀者。 

三、依目前國內著作權法之合理使用相關規範內容中，並未明列圖書館可應讀者供個

人學術研究或教學之需要，可透過 Ariel 系統或 Email 等方式提供或傳輸資料庫廠

商所授權之電子檔案，此將影響學校老師之學術研究或教學需求。 

四、建議透過修改現行著作權法之合理使用相關規範，以利增進學術研究與教學需求，

同時建請各校在採購電子資源時，與資料庫廠商就合約授權範圍內，考量適用館

際合作文獻電子傳遞之可行性，並明訂於授權契約中。 

建議辦法： 

一、建議智慧財產局修改現行著作權法第 48 條規範著作重製適用範圍與第 65 條合理

使用範圍，增列學術單位可應讀者供個人學術研究或教學之需要，可透過 Ariel

系統或 Email 等方式提供或傳輸資料庫廠商所授權之電子檔案的可行性，以增進

學術單位之學術研究及教學需求。 

二、有關電子傳遞方式可考量以嚴謹方式提供，如規範申請者不做二手傳播、電子傳

遞存取僅限申請者鏈結、電子傳遞加密限制、存取時間限制、存取後電子檔自動

刪除等方式，以維護著作權人權益。 

三、國內圖書館採購電子資源時，應與資料庫廠商就合約授權範圍內，考量允許適用

館際合作文獻電子傳遞之可行性，並明訂於授權契約中。 

決  議：照案通過。請本會發文給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建議修改現行著作權法第 48條著作

重製適用範圍及第 65條合理使用範圍，增列學術單位可應讀者個人學術研究或教

學之需要，透過 Ariel系統或 Email 等方式提供或傳輸資料庫廠商所授權之電子檔

案予讀者之相關條文。 

三、臨時動議 

【臨時提案】 

提 案 人：陳雪華副理事長（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案  由：有關本次大會手冊第 3 頁所列第十二屆理監事名單中之「名譽理事長」及「名譽

顧問」二職，建議參考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作法由卸任理事長轉任為「榮譽理事」。 

決  議：有關本會「名譽理事長」及「名譽顧問」之敦聘，決議依本會章程第 27條「本會

經理事會決議，得就對本會有特殊貢獻者，敦聘其擔任名譽理事長、名譽理事及

顧問等若干人，其聘期與理事、監事任期同之。」之規定落實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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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第十三屆理監事選舉結果 

主持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林志敏常務監事 

一、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十三屆理事當選名單 

105.05.11（依票數排序） 

序號 姓名 票數 單位／職稱 

1 陳光華 88 臺灣大學圖書館副館長 

2 柯皓仁 85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館長 

3 呂春嬌 82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館長 

4 宋雪芳 71 淡江大學圖書館館長 

5 蔡明月 63 政治大學圖書館館長 

6 胡豫湘 59 臺北榮民總醫院圖書館館長 

7 莊裕澤 55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主任 

8 潘政儀 55 高雄市立圖書館館長 

9 王健文 52 成功大學圖書館館長 

10 楊玉惠 50 國立臺灣圖書館館長 

11 俞小明 46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科長 

12 葉乃靜 45 世新大學圖書館館長 

13 蘇小鳳 44 中興大學圖書館館長 

14 林麗娟 42 輔仁大學圖書館館長 

15 崔燕慧 42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聯合圖書館主任 

二、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十三屆理事後補名單 

105.05.11（依票數排序） 

序號 姓名 票數 單位／職稱 

1 林志敏 41 逢甲大學圖書館館長 

2 李婷媛 40 資訊工業策進會資訊資料服務中心組長 

3 林福仁 40 清華大學圖書館館長 

4 洪玉貞 35 臺南市立圖書館館長 

5 袁賢銘 35 交通大學圖書館館長 

說明： 

1. 理事備 2與備 3：李婷媛組長與林福仁館長同票，監票林志敏館長以抽籤方式決定

順序。 

2. 理事備 4與備 5：洪玉貞館長、袁賢銘館長、楊智晶館長同票，監票林志敏館長以

抽籤方式決定備取名額與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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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十三屆監事當選名單 

105.05.11（依票數排序） 

序號 姓名 票數 單位／職稱 

1 洪世昌 79 臺北市立圖書館館長 

2 張仁俊 50 臺北大學圖書館館長 

3 閔蓉蓉 45 崑山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館長 

4 陳英一 44 臺北科技大學圖書館館長 

5 李宜涯 43 中原大學圖書館館長 

四、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第十三屆監事後補名單 

105.05.11 

序號 姓名 票數 單位／職稱 

1 詹前隆  42 元智大學圖書資訊服務處資訊長 

說明：吳瑞秀館長與詹前隆資訊長同票，監票林麗娟館長以抽籤方式決定。 

壹拾、茶敍暨摸彩活動 

主持人：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閱覽組  陳建翰組長 

摸彩人：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柯皓仁理事長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林志敏常務監事 

序號 獎品名稱 得獎者 所屬單位 

1 (理事長獎) iPad mini 4 陳依宗 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 

2 innergie臺達電行動電源 趙玉華 中國醫藥大學圖書館 

3 innergie臺達電行動電源 曲惠君 醒吾科技大學圖書館 

4 innergie臺達電行動電源 蔡佳勳 桃園市立圖書館 

5 innergie臺達電行動電源 李元志 臺灣電力公司綜合研究所圖書室 

6 innergie臺達電行動電源 林上資 臺灣海洋大學圖書暨資訊處 

7 ios OTG 隨身碟 林孟萱 臺北榮民總醫院圖書館 

8 ios OTG 隨身碟 丁素宜 臺北市立大學圖書館 

9 ios OTG 隨身碟 蔡欣如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10 ios OTG 隨身碟 龔雅萍 
天主教中華聖母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天主教聖馬

爾定醫院安德森紀念圖書館 

11 ios OTG 隨身碟 溫河舜 臺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2 小米手環(光感) 謝靜儀 國立聯合大學圖書館 

13 小米手環(光感) 古春梅 國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 

14 小米手環(光感) 翁郁婷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圖書館 

15 小米手環(光感) 蔡香美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16 小米手環(光感) 蔡舒萍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17 日本麗克特格子三明治機 蔡明萱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圖書館 

18 日本麗克特格子三明治機 毛再珍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19 日本麗克特格子三明治機 陳利貞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20 日本麗克特格子三明治機 徐文貞 明新科技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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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獎品名稱 得獎者 所屬單位 

21 日本麗克特格子三明治機 黃淑貞 亞東紀念醫院圖書館 

22 東元隨行杯果汁機  曾美容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23 東元隨行杯果汁機 胡錦華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圖書館 

24 東元隨行杯果汁機 黃浩志 中央警察大學圖書館 

25 東元隨行杯果汁機  林馨筠 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大學 

26 東元隨行杯果汁機 陳禛芳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圖書資訊館 

27 DESTINO STYLE 野餐毯 林玟娟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28 DESTINO STYLE 野餐毯 馮瑟閤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圖書館 

29 DESTINO STYLE 野餐毯 黃如萍 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30 DESTINO STYLE 野餐毯 侯惠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圖書室 

31 DESTINO STYLE 野餐毯 胡茱琪 龍華科技大學 

32 anello 後背包 鄭景文 崑山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 

33 anello 後背包 張淑娟 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 

34 anello 後背包 林玳安 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 

35 anello 後背包 賴香君 元智大學圖書資訊服務處 

36 anello 後背包 陳麗平 華梵大學圖書資訊處 

37 臺大烏龍茶禮盒 蔣台華 臺北榮民總醫院圖書館 

38 臺大烏龍茶禮盒 洪  妃 國立體育大學圖書館 

39 臺大烏龍茶禮盒 黃惠珍 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 

40 臺大烏龍茶禮盒 陳麗娜 華夏科技大學圖書館 

41 臺大烏龍茶禮盒 范姜芳莉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圖書館 

42 臺大實驗林原木小方凳 林時暖 中國醫藥大學圖書館 

43 臺大實驗林原木小方凳 胡豫湘 臺北榮民總醫院圖書館 

44 臺大實驗林原木小方凳 陳恒毅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45 臺大實驗林原木小方凳 林聖慈 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 

46 臺大實驗林原木小方凳 王隆運 國立中正大學圖書館 

47 臺大帆布袋+烏龍茶包組  林家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48 臺大帆布袋+烏龍茶包組 李依蓮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圖書館 

49 臺大帆布袋+烏龍茶包組 郭芳慈 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圖書室 

50 臺大帆布袋+烏龍茶包組 李愛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51 臺大帆布袋+烏龍茶包組 王淑君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壹拾壹、參觀臺大總圖書館或社會科學院圖書分館（略） 


